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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开缸

新式技术，多种选择的漂亮水草，水族
动物和天然装饰品可让我们的水族之旅
有一个简单容易的开始。在我们的指南
中我们将提供许多重要的知识，让您的
水族箱以它漂亮的样子带给你最大的舒
服感和满意感，而水族箱里的生物将是
健康，充满活力的。
您的水族箱将是室内自然，漂亮的装饰
。据心理学家的调查表示，在家庭中和
父母一起饲养并照顾宠物，对孩子的感
情发展非常有利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责
任感，还会让他们亲近大自然。尤其在
我们所处的气候下， 在漫长的冬天，短
短的白天，若能观察明亮，绿意盎然，
充满生气的水族箱将可舒缓我们的心情
。养鱼是一个安全的爱好，不会被传染
过敏或者感冒，而且在度假的时间也不
会带来麻烦。

2 水族箱摆放的位置

您的水族箱最适当的摆放位置应该是在
我们休闲的地方， 在我们放松休息的地
方正好方便我们观赏它。适当远离家人
每日活动的范围，也会带给水族箱里的
动物一个安静舒服的环境。考虑摆放的
位置时，要注意到这个位置是否很容易
让我们接近它以方便我们保养。摆放的
位置也同样不能在太阳光会直接照射到
的地方，否则将会影响到水族箱生态的
发展平衡。

3

3 水族箱材质的选择

水草艺术公司所生产的水族箱都是采
用具最高透明性的（皮尔金顿高透光
玻璃），高品质的才质让每一面的切
割边缘都非常的完美。而且我们用心
的以无颜色的防水胶粘接。水草艺术
公司的水族箱以它高贵的外形让您的
室内产生天然的美感，完美的表现出
开放式水族箱的感觉。开放式水族箱
有很多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很方便
我们每天的使用，例如投放水族动物
饲料，给液肥，取出杂质时都不用打
开盖子。我们知道有时若需要每天开开
关关水族箱的盖子，造成不少的麻烦。

一般普通玻璃

皮尔金顿高透明玻璃

4 水族箱的摆设

在准备安装布置水族箱时， 最好为自己
预留几个小时安安静静的时间。 如何布
置它， 将会决定未来您的水族箱成功与
否和对它的满意度。尽量把水族箱放在
表面平坦，柔软的稳定家具上。要记得
使水族箱的水平沿着短边和长边做好，
水族箱的水平若很正确， 将可使水面非
常的平。

水草艺术水族馆

水草艺术水族馆

水草艺术 公司有提供一般标准尺寸的水族箱，让顾客可
以在安排室内装潢或者采购水族箱的照明装备，摆放的
家具时都可以做最大的安排。水草艺术 公司同样也接受
特别预约定制的水族箱，每种水族箱玻璃厚度可以分别
是：10 毫米，12毫米， 15 毫米，19 毫米

标准水族箱尺寸表
外部尺寸
长/ 宽/高
120
120
100
100
90
80
80
60
4

/ 60
/ 50
/ 50
/ 40
/ 45
/ 40
/ 35
/ 30

/ 50
/ 50
/ 50
/ 50
/ 45
/ 40
/ 40
/ 36

玻璃厚度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10
10
10
10
8
8
8
6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毫米

容量公升数
360
300
250
200
182
128
112
64

5 天然底砂的选择

天然的底砂好， 还是石英砂砾好呢？答
案是很简单的：石英砂砾是非天然的替
代品，容易使水变质，刮伤水族箱的
玻璃， 也无法提供水草生态发展有利的
条件。AQUA底砂是一打开包装就可马
上 使 用 的 水 族 箱 专 用 底 砂 。
AQUA 底砂是颗粒状的天然火山土，富
含矿物质与养分，可以提供水族箱内益
菌的繁殖。AQUA 底砂 可以长时间供给
水草肥料，使水质清澈，降低水的硬度
， 维持水的酸碱度以适合热带生物的生
长，而我们水族箱里的水草与动物大部
分都是来自热带。Aqua的底砂能提供水
草养分甚至达很多个月。AQUA 底砂 是
专为家里水龙头水质为软，中硬度的养
鱼者所设计。AQUA 底砂2#则是替像我
们的国家家里的水质为硬水一样的养鱼
者所准备。

Aqua Substrate®

观赏水族专用
长期有效的液肥效果：AQUA 底砂 含
有缓慢释放水草液肥的效果，并能维持长
时间的作用。
清澈水质：AQUA 底砂 能够让水还回
清澈的样子，去除水族箱内木质装饰品所引
起的混涿颜色。
稳定水质酸碱度: AQUA 底砂 可以软
化水质到适合缸内的水草及鱼只的程度。
使水草的根健康: AQUA 底砂 所含的成
分保证天然植物益菌的生长,因此对水草
的健康发展及根部养分供给是最好的。
自然的外观: AQUA 底砂 最适合和水
草进行水族造景。

AQUA 底砂®
颜色：棕色
包装：5.4公斤

AQUA 底砂 是以科学方式用天然火山土所制造出
来的。 它加入了其他必需的材料和肥料烧结成多
孔，柔软的结构， 非常适合天然好菌的发展，并
同时提供养分给水草的根部。产品呈现深棕色，
以5.4公斤为一袋装。5.4公斤的底砂将足够40公
升水容量的水族箱所使用。第一次新安装水族箱
时底砂的厚度最好能铺上5-6厘米的 AQUA 底砂。
AQUA 底砂 的独特技术可以吸收浑浊的水，并释
放出清澈的水，同时可以降低水的硬度，缓冲酸
碱度，使水质保持在大约6.5-7度，它的软硬度是
最适合热带地区动植物的。
！注意- 底砂不需要冲洗，搅碎或者烘干。

5

观赏虾专用底砂

®

安全性：具有适当的吸收剂， 可去除水中污染
物质，尤其是氨。
清澈水质：能够让因木质装饰品所产生的混浊和
水质变色的问题去除，使水变得清澈。
稳定水质的酸碱度：可以软化水质到大部分的虾
种都适合的程度，并保持它的稳定性。

AQUA 底砂 2#
®

颜色：黑色，棕色
种类：粗颗粒状，细颗粒状
包装：5.4 公斤， 1.8公斤

AQUA 底砂 2# 是新一代更好的产品， 专门是为
了比较硬的水质所生产，例如欧洲国家的水质。
此款底砂采用新科学技术能使功能效期增加百分
之二十五，肥料成分也更多。产品颜色有黑色和
深棕色，以5.4公斤为一袋装。5.4公斤的底砂将
足够40公升水容量的水族箱所使用。第一次新安
装水族箱时底砂的厚度最好能铺上5-6厘米的
AQUA 底砂 2#。
AQUA 底砂 2# 的独特技术可以吸收浑浊的水，并
释放出清澈的水，同时可以降低水的硬度，缓冲
酸碱度，使水质保持在大约6.5-7度，它的软硬度
是最适合热带地区动植物的。
！注意- 底砂不需要冲洗，搅碎或者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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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益菌群：虾砂的多孔结构保证天然益菌群可
以生长得很好，这对水族箱正常运作的功能和虾
的健康都非常重要。
自然的外观：对水族箱的造景搭配很适合，
也和虾子之间扮演很好的角色。

观赏虾专用底砂®
颜色：黑色，棕色
种类：粗颗粒状，细颗粒状
包装：4 公斤，1.8公斤

观赏虾专用底砂 是以科学方式用天然火山土所制
造出来的。 它加入了其他必需的材料和碱性元素
烧结成多孔，柔软的结构， 非常适合天然益菌的
发展。虾砂可以保护虾子的健康，让它们正常安
全的成长。透过吸收氨和其他的污染，使水族箱
的水变得清澈，同时也是因为它吸收了浑浊的水
使它脱色,所以虾砂能调节使用中的水的硬度，平
衡酸碱度，并维持在最适合虾子的6.5度。在水族
箱中若同时使用碎石过滤器和虾砂及其他过滤中
介，我们将能得到最好的处理过的水，容易控制
水的参数。

细颗粒虾砂
！注意- 底砂不需要冲洗，搅碎或者烘干。

问题和解答
使用AQUA底砂还需要在铺上前使用其他
的产品放在水族箱底部吗?
AQUA底砂包含了所有不可或缺的成分，
使它可以独立的开始建构水族世界，但是仍有一
些状况值得多加一些补助的底层。例如：
1）AQUA底砂和AQUA底砂2#相对于其他竞争的
产品， 不是以化学成分提炼的，因此在我们开始
布置水族箱时容易许多，也少掉许多麻烦。
但是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是用很多长的
很快的水草，那我们就必须给多一点的肥料。
在这个情况下建议使用底层专用的肥料胶囊- 植物
基底胶囊,底层专用的高剂量肥料可以让长得快
的水草真的明显的长大。
2）对决定使用AQUA底砂2#的养鱼者，但家里的
水龙头水是软性或者非常软的，那必须在底层加
上矿物质和碳酸盐， 这样可以让AQUA底砂2#发
挥它上下稳定水的参数（碳酸氢盐硬度、德国硬
度和酸碱性功能。最好的做法是在铺上底砂前先
洒上一些植物基底矿物质溶液。

可以在水族箱底层洒些含菌种和品质好的，碎的
活性炭。把它少量的洒在AQUA底砂或者AQUA底
砂2#的下面， 这样就 更容易让我们开始进行。

我在建立虾缸时，底砂选择了观赏虾专用底砂我
在想是否要加上碎石过滤器。观赏虾专用底砂适
合与这种过滤器一起使用吗？
它的优缺点为何？
观赏虾专用底砂当然很适合和这种碎石过滤器一
起使用，那是虾砂石一个很好的过滤中介。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在虾砂底下装入随时过滤器
的网子，然后靠帮浦将水往上吸，以此来让水循
坏过滤。它的好处是：是观赏虾专用底砂极多孔
的（就像活性炭），很适合当作过滤基底。靠着
它吸收的功能可以把所有不利的物质藉由虾砂从
水中取出作一缓冲，使虾子在微生物菌成熟的阶
段也能安全的存活。藉由观赏虾专用底砂循环的
水质可以改变水的参数，降低水中的酸碱度，德
国硬度，碳酸氢盐硬度。
缺点：
最大的缺点是水的参数改变得太快，尤其是在水
族箱刚建立好的第一阶段。所以必须小心的观察
水的参数，必要时必须使用观赏虾矿物质溶液提
高德国硬度到理想的高度。

AQUA底砂，AQUA底砂2#，观赏虾专用底砂
包装上的容量各为多少？
AQUA底砂或AQUA底砂2#包装为5.4公
斤的，容量差不多6公升。
4公斤包装的观赏虾专用底砂容量大约为
4.5公升。
AQUA底砂2#和观赏虾专用底砂1.8公斤包装，
细颗粒状的容量约为2公升。
以上所提供的容量数皆为大约数，有可能在一些
包装上会有稍微的差距。
在建立水族箱时若需要仔细换算,AQUA底砂
AQUA底砂2#和 观赏虾专用底砂的数量时，可以
利用在AquaArt网站上已准备好的计算机模式。

3)在建立水族箱的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要让微生物
能尽快的发展出来， 这样才能让水族箱的水保持
干净，没有藻类，水族箱内的生态保持平衡。
AQUA底砂是非常多孔的，因此给益菌留了一个很
大的生长空间。如果我们让益菌能适当的在底层
好好生长，那我们的水族箱生态将会得到很大的
平衡， 而且又有“自动的清洁机“可清除底部的
垢。我们要记住的是，硝化细菌的呼吸是和氮有
关，但是它的养分是来自碳。在水族箱产生有机
碳之前我们必须先种下“年轻的菌“，在建立水
族箱的阶段，碳不只是利用在过滤器上，我们也
7

6 铺设底砂
在铺设AQUA底砂前最好可以
在水族箱底部加上植物基底胶囊，活性
炭及益菌种。胶囊最好放在我们预定要
植水草的地方的底部, 胶囊之间距离最
好不少于10-15厘米。平均的铺上一层
薄薄的碎活性炭和益菌种，这样将可保
证水族箱内生物群的快速生长。之后再
小心的铺上AQUA底砂。底砂高度最好
可以是前面不少于5厘米，后面不少于
10厘米到15厘米。要抹平底砂时最好
使用推荐的工具：底层推平器。为了方
便种植水草，最好能用浇水器将底砂的
表面轻轻的浇湿。水草胶囊注射器和植
物基底胶囊包装(10 颗），胶囊注射器
是不锈钢材质，是为了方便将胶囊注入
到底层。它的结构也适用于其他胶囊状
或长条状的产品。

水草胶囊注射器

水草胶囊

胶囊注射器和植物基底胶囊包装(10 颗）

包装：10颗

胶囊注射器是不锈钢材质，是为了方便将胶囊注
入到底层。它的结构也适用于其他胶囊状或长条
状的产品。

A

B

www.youtube.com/aquaart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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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C

水草胶囊是为水族植物设计的一款肥
料，内含缓释营养颗粒。完整的大量元素（氮、
磷、钾）、微量元素及生物促进剂可确保根部很
好的生长，同时促进整株植物健康集约地生长。
将水草胶囊置于底部最接近水草根系的地方，此
缓释胶囊可在几周之内缓慢释放营养物质，请确
保使用数量恰当，这样可以很好地为水草提供营
养并且有效地保护水草健康生长。用镊子将胶囊
置于水族箱底部，直接位于水草根系之下。本产
品在放置之后会立即开始工作。根据水草的密度
，胶囊应间隔10到15cm放置。根据水草放置密度
及水草数量的需求，每4-8周使用一次该产品。

问题和解答

7 水族箱内的岩
石和树根

水草胶囊-怎样与其他肥料同时使用？
只是作为单独使用的肥料做过检测吗（例如：水
中没有添加其它任何肥料）？水中只有胶囊和
二氧化碳吗？或者与其它肥料结合使用？
水草胶囊富含氮、磷、钾、微量元素精华及根部
生长促进剂。
对于一些大型水草生物，如莲花，植物基底胶囊
在短短几周之内便会发挥很好的效果，莲花
会长得越来越美丽饱满。曾有一名消费者收到
植物基底样品之后想出了一个种植莲花
的有趣的想法：他将莲花放置在一个塑料杯中，
并在杯子底部放有植物基底胶囊，随后
将杯子压在水族箱底部，实验结果为所有人带来
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Aqua Art所提供的产品中我们可以找
到天然的装饰品：原始的红沼木树根，
岩石则有：灰山，刀锋石，武士山，龙
石，山之石。这些特别精选的材料可以
让您对水族箱做一个非常漂亮，自然的
装饰。最好是早一点进行采购，花多一
点的时间设计造景。很重要的一点是，
最好能在我们开始造景前就先想好它的
外观。这样也会方便我们计划种何种水
草，以及如何开始种植它们。您不会浪
费时间和金钱在无用的东西上。

8 树根的准备工作

红沼木树根最好事先就买好，让它可以
泡在水里面。如果您买的是干的树根，
那么要额外准备几个石头，让它在完成
造景后，还没注入水时，用它压住
树根，避免树根浮出水面。要将星厥，
木厥和苔藓这样的水草用棉线或细钓鱼
线绑在树根上。棉线在几个星期水草长
大自行附着在木头上后会自行脱落，钓
鱼线则需要您在一段时间后把它剪掉。

什么时候使用水草胶囊胶囊？
1. 对肥料要求苛刻的水草。
2. 水草成排摆放。
3. 在开一口新缸时，将水草胶囊作为垫层置于鱼
缸底部。

红沼木树根

如何固定星厥

我们推荐将水草胶囊与植物基底原溶液和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 –共同使用。
这是确保水草健康生长的最低要求。
若在使用水草胶囊时同时使用AQUA底砂和
植物基底溶液，会使单株水草或成排的水草长势
更好。这些产品可让水草的大小、颜色多样化并
提高某些水草或水草群的生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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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造景

1

我们所推荐的造景材料

基本造景形式

Red Moor Wood
红沼木
天然的树根.
很容易吸收水分
染水色的过渡期很短

Grey Mountain

灰山
天然岩石,宽阔的形状及表面纹理，
外观像一般的岩石。不太会改变
水的参数。

Knife Stone

刀锋石
天然岩石，有锋利的外形特色，
因此连把它用在最小的水族箱里做造
景都适合。不太会改变水的参数。

Samurai Rock

武士石
天然岩石，以柔性的形状和颜色
为特点，适用于和树根做结合。
不太会改变水的参数。

Dragon Stone

龙石
天然岩石，以尖锐的形状为特色，
因此使用于当作水族箱中石头空
间的样子。不太会改变水的参数。

Mountain Stone

山之石
冷色系的天然岩石，最适用于凸显
绿色的植物。在水族箱中既可当石类
式样也可和树根一起做造景。
不太会改变水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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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箱造景不需要很大的天分，
只要有基本的“黄金分割线“的知
识即可。先决定要做什么样子的布
置然后照着这个方向走。对视觉来
讲，布置有一个，最多两个的“黄
金点“：我们想要眼睛停留下来观
赏的地方，在那儿展示我们最漂亮的
水草，群聚植物，树根或者岩石群。

60X36厘米水族箱的前面玻璃的“黄金分割线”

三角形（以装饰品和水草的高度来帮忙，使一边高，
然后顺着水族箱反方向的角落低下）

凸出形（两边低，然后在黄金分割线的地方高出）

1

1.6

1

1.6

先量好水族箱的长度，然后初以2.618，这样算出来的
厘米数将它量到水族箱的一边长度，然后对照胜下的长
度，所得到的比例将是1:1.618.按照相同的算法找出水
族箱宽度的黄金分割线。 然后这两条线相交的地方就是
“黄金点“

凹下型（两边高，黄金分割线的地方低下）
找出“黄金点“，选择您所想要的形状，种下水草-记
住这样的三个重点，您的水族箱看起来将会非常的
自然，有深度。
多多试验您的想法，只是要记住我们所提到的重点。

10 水草
1

当我们已经决定水族箱内要采用天然
的底砂和造景的材料时，也应该要计
划及购买配合它们的水草。有几个规
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最大的效果是
将水族箱分成三区，然后依照它们的
大小来选择水草的种类与数量。如果
在前区我们中比较低根的水草，中央
区种中型水草，后面种枝比较高的职
务，那么我们的水族箱看起来会好一
点。在树根上可绑一些星厥类水草。

11 种水草
1

在铺好且已经弄湿的底砂上放好事先
计划好造景的岩石和树根。然后您可
以开始种水草。记住！要把水草从盆
子里拿出来，并清理好棉布，如果您
是使用试管培育的水草，要将它的胶
状物清干净。将水草分成小份一点，
从前往后种，种得密一点。如果要正
确地将水草种好，我们可以使用镊子
来简化这个工作。用镊子夹小部分的
水草在已弄湿的底砂上以斜角种下。

我们推荐的工作工具

底砂推平器

27厘米直式镊子

27厘米弯曲式镊子

25厘米直式剪刀

38厘米长式镊子

金属玻璃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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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处理过的
1

水质护
理系列

水加入水族箱

帮水族箱加水建缸非常耗精神，但是很
重要的时刻。要很慢将水注入水族箱，
要一直控制水的流量及力道。您可以把
水先冲到您打开的手掌，或是一个小盘
子，这样来抵消水的力道。小心不要把
已经弄好的底层和种好的水草弄坏了。
如 果 您 是 使 用 逆 渗 透 的 水 ，
那 就 必 须 加 入 补 充 矿 物 质 的
药-植物基底矿物质溶液。

RO过滤装制 380L

植物基底矿物质溶液

水族箱专用逆渗透，一套装

包装规格：500ml/bottle

紧凑的美学设计、较高的可靠性及超大容量（380
升/天），使反渗透过滤器在同类产品中
名列前茅。本设备包括：渗透膜为100加仑/天（
380升/天）、手柄、进水阀、污水排水管、
水管、安装更换反渗透过滤器用的扳手及安装更
换快速接头的扳手。
反渗透是从含有96%到99%的盐、有机/无机污染
物、细菌及各种病毒的化合物中，用半透明薄膜
分离水分子的过程。底层渗水对草缸装饰和软水
生物群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底层泥土中添
加植物基底矿物质溶液 或在底层泥土中混合
制备好的自来水，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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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专为观赏鱼和水草设计的矿物质产品，
可事先被反渗透过滤器过滤，用来调制水质。
产品中富含观赏鱼和水草所需的矿物质和大量营
养元素，如钙、镁、钠、钾、氯化物、硫酸盐和
碳酸盐等。使用之前请摇晃本产品，可使产生均
匀悬浮物。添加本品后，水体中会立即出现轻微
浑浊现象，当产品完全溶解后，浑浊物会马上消
失。

在换水时使用本产品。每4L水加入1ML本产
品。本品的包装为500ML，适用于2000L水体。

问题和解答

观赏虾用矿物质溶液
包装：100毫升, 500 毫升

此药是专给养在常常缺乏矿物质的软水中的虾子
使用。适用对象是所有种类的迷你虾，尤其是水
晶虾。它能提高水的一般硬度，而不会改变碳酸
氢盐硬度与酸碱度。如果能确保虾缸水的一般硬
度维持在适当的标准（在德国硬度5，或者高
一点），低的碳酸氢盐硬度（德国标准2到4度）
和酸碱度在6.5度，那么就可以为虾子提供一个没
问题的蜕壳期，而且也给它们一个很好的生活环
境。此药对其他的鱼和生物是无害的。

1毫升的观赏虾用矿物质溶液（压一次瓶子的
分量）对 4公升的水，可提高水族箱中一般硬度约
2个德国标准。

淡水虾适合生长的水质是软水，但矿物质高，微
酸的水。虾子在这种参数下的水容易换壳，也生
长得很好。一开始我们会觉得要维持这样的水参
数很困难。虾砂就是专门为观赏虾所制作。
利用超技术所生产的产品当底砂，将会让我们在
照顾虾，繁殖虾时得到最大的效果。虾砂能经过
长时间降低并稳定水的硬度及酸碱度。
对水晶虾而言，最理想的水质条件是：
含矿物质的水，德国硬度稍微超过5度，同时是软
性的，但碳酸氢盐硬度甚至低于德国标准2度，酸
碱度低于7度。
虾砂也能澄清水质。但是必须记住的是，虾砂是
很活跃的，它会一直改变水的参数。
在初期非常活跃期，碳酸氢盐硬度和酸碱度会降
低，不幸的，一般硬度也会跟着降低，有时得视
出口水的参数多少，如果一般硬度比我们建议的
低时，必须加上矿物质补充剂，观赏虾用矿物质
溶液，这样可以补充虾子需要的微量元素。
矿物质补充剂观赏虾用矿物质溶液可以提高一般
硬度，但是不会改变碳酸氢盐硬度和酸碱度。
补充矿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虾子在软水的
环境中，幼虾在水质德国硬度太低的环境下，将
会有蜕壳的问题。成虾在矿物质不够的环境下，
身体颜色将会退色，且无法退壳。水中矿物质若
太低，在过滤器里和底砂的益菌将减少它们的活
跃性，这样就会破坏水的品质。在软性的，酸性
的水中很难达到该有的一般硬度。使用观赏虾用
矿物质溶液将可解决这些问题，带给虾子很好的
生活环境。

安全水质调整剂
包装：10毫升，100毫升, 500毫升

此药剂专门处理自来水，让水可加入水族箱此药
是可中和自来水中的氯和重金属成分。
药剂成分包含抗压力的维他命B群。可稳定水中既
有的微量元素。缓和鱼因水中过高成分引起的皮
肤刺痛感，澄清水质。适用时机是在建立新缸，
自来水中重金属过高和在搬运鱼只时。
！注意- 不可同时和AQUA底砂使用。

剂量：1毫升（压一次瓶子的分量）对4公升的水
。药剂包装有10毫升纸袋包装和瓶装各100毫升
及500毫升，相对足够对40，400，2000公升的
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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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过滤系统的安装
1

过滤系统可包括内部的碎石过滤或者外
部的填满活性炭的杯式过滤器及生化基
床过滤。过滤系统会让我们水族箱的水
晶莹透澈，维持正常的水参数。要多利
用微生物的清洁工作。使用益菌促进剂
可让过滤器及底砂里的益菌群快速的
发展。用水草艺术公司所提供的玻璃管
来代替传统的塑胶管，将会让我们发现
从水族箱内几乎但不到管子。

问题和解答
水族箱的过滤器真的那么重要吗？碳在过滤器中
所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要怎么使用它？何时使用它
？多久可以使用它？
要让水族箱保持漂亮，干净的原因之一是替它开
创一个正面的自然微生物发展条件。
养鱼者常常说到“水族箱内的细菌“，就想到最
重要的是由氧化作用所产生的氮菌（主要的观念
来自养鱼的经验）：

玻璃管，
外部滤水器的进水与出水
高品质制作，外观美丽。进水处适当制作的插槽
保护水族箱内的生物，甚至是最小的动物都不会
被吸进去。出水处的尾端以椭圆形状来形成轻微
的旋涡，这样能清洁水族箱表面水上的灰尘
纤维，这些灰尘会阻碍气体的交换和光线进入水
族箱里面。在我们提供的管子适用于大水族箱和
不太大的水族箱，软管直径有12/16 及16/22毫
米。

1）氨和铵离子（氨/铵）演变到亚硝酸盐，
2）由亚硝酸盐到硝酸盐，其实他们不知道水族箱
内有益的微生物群组是几百个有机体互相牵连产
生的（不是只有细菌，还包括黴菌), 它们在我们的
水族箱内进行有机垃圾的分解,这样才能产生干净
的水。
简短的说, 给微生有机体正确的发展环境-更多的有
益的微生物有机体-干净的水族箱-没有或极度有限
的绿藻发生。在设缸之后，重点问题是微生物群
的种植和初期的发展阶段。这时常常会有错误发
生，动物的健康产生问题，水族箱失去平衡，种
植新水草，水草的死亡所引起各种不同的藻类不
停攻击。
这些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水族箱内的水产生
有机污染，再加上微生益菌的不足，所以藻类的
攻击越来越大，等等。养鱼者不知道这样的问题
，怪罪于其他不同的东西，却不怪罪是因为自己
的无知。在设缸要培养有益菌时，为了避免这样
的问题，要用什么正确的办法呢？
有几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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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设缸并开始启用后尽量不要让有机污染物进
入水中，例如：脏的底砂，腐烂的水草，没冲干
净或者处理好的装饰品。万一有脏东西，应该以
换水或基床吸收过滤的方式来除掉脏东西。在微
生物菌群还没发展好的情况下，任何的有机污染
都会变成藻类的食物。
2）水族箱微生物接种。特别细菌的水族箱接种必
须要求从培育处在特别的环境下以孢子存储的方
式来到我们的地方。水草艺术公司的益菌种将可
满足这样的要求。可惜的是大部分市面上所
卖的，都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养鱼者拿
到的都是衰弱快死的菌种，会引起水开花，没办
法当过滤的起点- 但这是题外话。新缸最成功的起
跑方式是用其他健康的缸已经准备好的
“旧“菌，或者“活“滤筒的一部分。
3）要准备适合过滤系统的同时，水流，容量大小
合适的基床和品质都是同样重要的。底砂的选择
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它的多孔性，也就是它表面
可让微生物定居的地方。最基本的好方法便是选
择熔岩碎石，有几千个蜂窝状微细孔颗粒的。在
设缸时还有一个很好的基底便是活性碳。活性炭
可提供给微菌的面积相较于传统的过滤器就如同
足球场和纸的差别。
在设缸时我们比较在意的氮细菌是靠氮呼吸，但
是养分的来源则是碳。在生态平衡下水族箱运转
（两个月或者更久），必须给细菌提供有机碳，
要给细菌。

益菌是非常重 要的，它没有完全分解有机垃圾的
能力。
4。能去除浑浊，染色的水，让水质清澈，水草的
照光度好，光和作用比较强，长得比较好。

水草艺术
www.aqua-art.cn

我们可以利用活性炭的本质让它成为过滤的
媒介，在它启动并稳定水族箱后可渐进地换成熔
岩碎石。
设缸时要种植益菌基床的好方法是在铺设AQUA底
砂前先洒上小量的碳。这样的方法很
容易让我们很快就可帮益菌铺设基床，我们利用
这种基床不平凡的多孔性结构（和活性炭
一样），这样可以分解自然存在基床里的有机垃
圾。
在生态都很平衡的成熟缸，可以周期性地把活性
炭当成过滤的媒介，捕获不要的有机或化学
污
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它完成它的使命
之后将过滤器里使用过的碳丢掉，因为在吸收不
要的物质之后，它们可能会回流到水里。

发起有效的氮周期可利用硝化细菌来燃烧氮，
是和整个微生物菌系统所产生的热能被利用
有关。活性炭在设缸时所扮演的角色是：
1。给微生物定居的广大面积。
2。氮细菌的养分。
3。可吸收水族箱内有机垃圾的吸收率对刚发展的
15

14 二氧化碳机安
1

装系统

二氧化碳的供给在种植水草时跟定期给
它们肥料是一样重要的.高压瓶的二氧化
碳补充剂靠着玻璃扩散器和减速器的帮
忙,是促进光和作用很有效的方法。
水草艺术公司提供了组装所必须用到的
所有零件。此外，我们推荐加入水的碳
肥，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可当二氧化碳
的替代品或补充品。

问题和解答
为什么建议扩散器要安装在水族箱2/3高的地方？
有什么样的理由吗？

如何正确地安装二氧化碳机
的所有零件？

这是扩散器的深度（越长的路会使二氧化碳雾气
在水中溶化的越完整）和水流之间最好的妥协，
水流越大（在表面），二氧化碳溶的越好。
此外，水族箱底部因为水草遮蔽的关系也会使它
的输出量变小。

这是非常简单的，请一定要
看看我们在以下的网络地址
所播出的教学短片：：
www.youtube.com/aquaarttv

要在什么样的原则下原则二氧化碳的供应？
如何知道在水族箱内要维持什么样的水平？
要什么样的时间间隔测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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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的经验我们已经可以“用眼看“就能选
出好的二氧化碳机系统并调节它。但我们仍建议
遵循以下规则：如果我们有精确校准的电子酸碱
度计量器，那就可以以酸碱的和碳酸氢盐硬度的
读数来计算二氧化碳溶在水中的量。一般建议是
有水草刺激的条件下为30ppm, 有造景的条件下为
20ppm。注意！酸碱度的水滴测试是完全不适用
于这样的目的，因为它们的准确度很低，尤其在
碳酸氢盐硬度低时，它们的计算结果更不可靠。
扩散器膜要选择扩散器的大小，和扩散器的数量
，若太大，将会使二氧化碳延慢输出。总体来说
，最好的原则是先从预期的最少量开始，等到精
确观察后（例如一周一次），再来做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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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氧化碳瓶
2. 减压器
3. 精确阀门
4. 回向风门阀门
5. PU管
6. 反向阀门
7. 气泡计算器
8. U型管
9. 二氧化碳扩散器
10. 二氧化碳无间
断测试器

二氧化碳扩散器Nano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小尺寸可让它适用于甚至是最
小的水族箱。和非常精准的Aqua Art减压器一起
使用，可正确提供二氧化碳量。

二氧化碳扩散器35 ART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花型扩散器。扩散器膜直径：
28毫米。

螺旋二氧化碳气泡计泡器

整组，
二氧化碳计泡器+反向阀门

外观优美，效果良好的二氧化碳计泡器是以实验
室玻璃制作完成。整套里还附两个吸盘用于吸附
在水族箱的墙上。

用来检查二氧化碳排入水族箱水中的工具。由计
泡器和反向阀门组成。是以实验室玻璃制作完成
，附两个吸盘。这组用具应该安装于减压器和扩
散器之间。

二氧化碳扩散器50 Pro

非常高雅的设计和最高的品质制作完成，非常适
合较大的水族箱。扩散器膜直径：50毫米。

二氧化碳计泡器PRO

非常准确的，含有内管的二氧化碳计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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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解答
二氧化碳无间断测试器有何作用？
它主要是用来强调和监视水中二氧化碳的标准。
液体在指标内由于二氧化碳标准的改变而改变颜
色，颜色会由蓝色到黄色。理想标准是绿色。
测试器内部指示剂颜色的改变如下:

整组，二氧化碳无间断测试器

水族箱清洁剂
包装：500毫升

整组材料包括：玻璃圆球体，指示剂，染色刻度
标签。玻璃圆球体内装满混合指示剂的水，然后
用吸盘固定于水族箱玻璃水面下。比较玻璃球内
混合水的颜色和标签上的标准颜色将可让我们监
督二氧化碳溶于水的量。

本产品适用于玻璃制水族箱及玻璃制水族产品，
如：玻璃管、温度计、二氧化碳扩散管等。

蓝色
二氧化碳太少

绿色
二氧化碳数
量刚好

黄色
二氧化碳太少

要使用何种方法清洁玻璃零件，管子，扩散器？
这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使用水族箱清洁剂清洁剂
和水族箱清洁盒清洁盒就可安全地将扩散器，温
度计，玻璃管上的草类和脏东西去除。
请务必观看在以下网址所播出的教学短片：

简易回向风门阀门，调节阀

水族箱清洁盒
包装：650毫升

6毫米的二氧化碳气管线和阀门的连接器，可非常
正确地调节二氧化碳的输出。
更多和气管连接的零件，请看网站：

www.aqua-a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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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箱清洁盒是在清洁剂帮助下清洁玻璃零件很
有功效的盒子。它的壁面是以透明，柔软的塑料
做成，可让我们在清洁的过程中清楚地观察
监督，保护正在清洁的东西不被弄坏，尤其是被
打破。瓶盖很大，也可关地紧密，因此在清洗的
过程是很方便又安全的。

A

B

C

二氧化碳钢瓶
容量：2000克(A), 500克(B)

工厂新的二氧化碳钢瓶，含一般通用阀门。
此钢瓶通过欧盟测试可使用并填装二氧化碳。本
公司出售的钢瓶都是已充满二氧化碳。500克的
有独立式不锈钢瓶可固定在墙上。

含止逆阀的二氧化碳电磁阀门

二氧化碳减压器
两种样式：单表压力计或双表压力计

PU气管
6毫米x 4毫米- 透明

气管最大的特性是可以承受高压（到标准大气压
10)，抗老化或机械故障。是专门适用于二氧化碳
高压瓶，逆渗透过滤器，和其他器具需要气管有
承受力的。

二氧化碳的电磁阀门主要用来调节二氧化碳打进
水中的数量。和定时器开关连接一起时在白天打
进二氧化碳（当水族箱有灯照的时候），夜晚则
关闭(水族箱暗的时候）。也可和电脑酸碱度调节
器一起使用，以维持水中二氧化碳的固定值。当
瓶中的二氧化碳使用光时，可以预防水进入减压
器和钢瓶中。阀门是以高级的材料制成。整组中
包括直径6毫米，使用方便，紧密的气动式波浪线
，很容易和所有其他AquaArt公司的二氧化碳器零
件使用。因为所需电力功率只有6.5瓦耗，所以运
转时很安静，不会发热。本公司出售的阀门有两
种，电力电压12伏特或一般普通电力230伏特。
箱内还有高品质的止逆阀，可保护在使用完二氧
化碳后，水不会倒流入二氧化碳机系统，倒流情
况常常发生在其他品牌的阀门上，容易造成减压
器和钢瓶的损坏。

可让水族箱内二氧化碳输出量变慢的减压器是在
使用高压的二氧化碳钢品不可少的东西。它有美
丽的镀鉻圆体,，高压力计可让我们监视瓶内的二
氧化碳容量。两阶段式的精准调节器和在第二阶
段的针型阀门可以提供的二氧化碳数量甚至是最
小的水族箱。最正确的减压器甚至可调节到一小
时只放出一颗泡泡。在整组中可以找到高品质的
防二氧化碳挥发的快速开关，及两米长，直径6毫
米尺寸合适的气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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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装照明设备
1

问题和解答
电子式T5灯管，HQI复金属灯丝或高压钠LED灯，
什么可以营造水族箱最好的装饰效果？

水族箱的照明设备是您的水族箱最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在自然界中，
您必须保证您的水草有最接近太阳光谱
的照明量。效果最好的要算是以T5技术
做的复金属灯。水族箱的光照强度应该
不能低于一公升0.5W。要谨慎的选择，
要按照产品的建议固定改变灯源。

照明设备应该是曝露出来显得好看，颜色对水族
箱生物来说是自然的最好，同时所散发出的热量
可帮助光和作用。最好的水族箱照明是采用宽光
谱，自然色（5000到8000K)，如同T5灯管，HQI
复金属灯丝或高压钠LED灯。水族箱日照时间应该
采用和热带地区的日照市建议，差不多一天十小
时。光照强度对照水族箱大小应该要不少于一公
升0.5W，而特别需要照顾的种类，使用高压二氧
化碳器的，则甚至需要一公升1W。以此来选择。
新设的缸应该要从第一天就开灯吗？如果是，那
么应该要开几个小时？
新设的缸很重要的是要让活下来，生根，然后开
始长大。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就要给它们最好的生
长环境，这些包括好的照明。但是新种的水草还
正在适应环境，因此这是它们的生长是稍微缓慢
一点，所需的光照也少一点。在新缸中有益菌还
没发展得很好，整个生态平衡还不是稳定的，如
果给了太多的光照会刺激藻类的侵入。所以值得
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它的次序是：
。水族箱开始运作的第
。一个星期光照时间6 小时。
。第二个星期7 小时。
。第三个星期8小时。
。第四个星期9 小时。
。第五个星期及接下来的时间-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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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族箱的液肥

AQUA 底砂 底砂是有机的底砂，从那儿
可以释放到水中一些给水草的养分，但
是底砂只是系统之一，应该要补充的是
每天直接加入水中的液肥。之前在提到
使用处理水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Aqua
Art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设缸后的第一天
也要开始使用水草肥料。照着我们的推
荐并和针对所种植的水草种类选择液肥
系统。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
包装：500ml，100ml, 10ml

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
包装：100 毫升，500 毫升

水草生长离不开钾元素。通过新陈代谢，本产品
可为水草带来氮和磷。本产品以容易被吸收的
形式，保证水草的健康生长，预防营养元素的流
失。在开缸时添加本产品，可有效中和水中
的氯。对鱼类和其他水族生物无害。

有机碳是构成水草底层组织的基本元素，水草美
丽健康的生长需要适当的营养。作为游离二氧化
碳元素补充剂，水草碳元素是一种方便有效的碳
肥料。它能有效地促进水草的生长。

每换10L水使用3ml本产品。为了提高效果，每日
每40L水中可添加1ml本产品。

用量：若水族箱中水草量均等，每天1ml本产品适
用于50L水。若水族箱中水草数量多，每天1ml本
产品适用于25L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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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水草艺术水族箱水草的施肥架构
1

产品使用步骤

底砂
3第三天

水

第21天

1

2

从开缸到水草开始生长的第一天
（大概1-4周）

从水草生根到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开始时间
（5-6周）

过滤系统

1
二氧化碳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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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备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开缸后每天3毫升植物基底
钾肥溶液营养剂适用于10公升水。植物基底原
溶液每天最佳剂量：将水族箱容量按30个单位
为一份，平均分为若干份。例如：容量为120
公升的水族箱，按30公升为一份，可平均分为
4份。每天1毫克。

每天1毫克植物基底红肥溶液适用于40公升水
。我们判定剂量是以水草的生物量为依据。例
如：120公升的水族箱，120:40=3，生物量约
为33%。所以剂量为3*0.33=1毫克/日。

水草艺术

以60X35X30厘米，63公升的水族箱来举例，使用以下的肥料和施肥方案，
随着时间表现出来的进步，最后的照片和仔细的描写都在第三十页。
www.aqua-art.cn

第43天

第63 天

第84天

3

4

从微生物生命全面启动到水族箱整体系统稳定
（约1.5-2个月）

1

2

每天1到2ml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适用于50L水
（如果从高压罐中提供二氧化碳，使用植物基
底碳元素溶液水时须格外小心）。
每4-8周，将水草基底肥料胶囊置于缸底。

水族箱系统已稳定
假定100%的生物量）

1

2

3

植物基底红肥溶液和植物基底绿肥溶
液交替使用。
每天1ml植物基底铁肥溶液营养剂适用于40L水。

23

问题和解答
我使用的AQUA2#底砂，要怎么用
植物基底溶液系列产品来进行给肥呢？
我建议分成五阶段：
0）在设缸的阶段：
a). 应该要将植物基底胶囊放在水族箱底部，
在还没铺 上 AQUA底砂前，把它放在我
们预计要种植水草的地方。植物基底胶囊要
放的密度必须比已经在使用的水族箱密一点。
b). 在放了胶囊后，要轻轻的洒上AQUA底砂，
不要使它移位了。
1）从设缸到水草发芽并开始成长阶段，（从设缸
后的1至4 周）
a). 水族箱装满水后，施给一次性药剂植物基底钾
肥溶液，完整的量计算如下：
换水的时候，在满缸的情况下，换水的剂量加上
每日的剂量。配方请遵照第24页上所写之方法与
原则。
b).植物基底原溶液 – 最好是每日施于。
1 毫克的药剂对水族箱100公升的水。（例如：水
族箱容量为200公升，那么就每天给2 毫克的药
剂，鱼缸是50公升，那就每两天给于一次）。
2）从水草开始生根，到微生物菌开始活动（从设
缸的5-6周）：
a).植物基底钾肥溶液 - 换水的剂量加上每日的
剂量。配方请遵照第24页上所写之方法与原则。
b). 植物基底原溶液-遵照第25 页的剂量与方
法原则使用。
c). 植物基底红肥溶液-在指示说明的原则下每日给
于（依照水族箱现有的生物质来减低用量，计量
和特定生物质的关系，如。30%，70%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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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微生物菌开始活动到水族箱整个很稳定的状
况（从设缸的7-8 周）：
a).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如第二点所提。
b).植物基底原溶液-如第二点所提。
c).植物基底红肥溶液-如第二点所提。
d).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依照说明使用，（在使用
二氧化碳钢瓶的情况下，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 会
增加额外的效果，但不是非要不可的）。
e).周期性的可以在特定选择的水草或丛聚型植物
给于植物基底胶囊，使用原则请看第8页。
4）水族箱很稳定的时期（生物质接近百分之百，
从设缸的第9 周）：
a).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如第二点所提。
b).植物基底原溶液-如第二点所提。
c).植物基底红肥溶液-遵照第27页的原则和 植物基
底绿肥溶液交换使用。
d) 植物基底铁肥溶液- 遵照第28页的指示说明
使用。
e). 植物基底碳元素溶液- 如第三点所提。
f). 植物基底胶囊- 如第三点所提。
如果一周一次在换水的帮助下给于所预期的含钾
药剂植物基底钾肥溶液安全吗？还是应该分次地
一天给一次？
安全且应该的是依照所建议的剂量在换水时给于
整个剂量，为了增强效果可以每日再给于说明书
上的指示剂量。
我想知道为什么Planta Gainer K+ 会增加水族箱内
碳酸氢盐的硬度？ 我每星期换百分之二十五的水
，但我害怕在使用Planta Gainer K+的情况下碳酸
氢盐的硬度会越来越高？
所谓的碳酸氢盐硬度事实上可以测量水的碱度，
一般养鱼者没有很多的实际经验，但我所写的现
象的观念是有一些意义的。
植物基底钾肥溶液是碱性的，当您把他倒到小
瓶中去测试，读它的碳酸氢盐硬度是会升高的。

以钾形式加入水中的钾有一部分是被植物吸收，
一部分集中在水里，这是好的现象，也是应该要
有的，因为为了要正确地吸收钾，水草也需要鱼
缸的水含有相对水平的钾。在使用植物基底钾肥
溶液的情况下会聚集某程度的钾在水中，会导致
一点点的碳酸氢盐硬度增加，这是非常小的，
约2至3个德国标准。您水族箱水内的碳酸氢盐硬
度增加不是问题，因为你是使用植物基底钾肥溶
液，而不是给于镇流剂（就像很多用户使用厨房
的盐），所以你不会让它们中毒（论坛上很多以
讹传讹的错误是“过量的给于钾），您水族箱内
的水草是健康，漂亮的。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想
要降低碳酸氢盐硬度，那么只要把植物基底钾肥
溶液的剂量减少一些就行了。

问题和解答
水草原溶液只能在换水时使用吗？用量可增加吗
？如果可以，应怎么增加？
水草原溶液是换水时使用的基础溶液，使用本产
品可避免鱼友不换水的同时大剂量使用肥料。
我们建议在换水间隔期使用本产品。

植物基底原溶液
包装：500ml，100ml, 10ml

水草原溶液是适用于各种水族箱的通用肥料，
富含铁、锰、锌、铜、钼、硼、钾、镁等元素。
可用于自来水及反渗透过滤器中过滤的混合
水中。

例如一周一次性换水100L，可使用水草原溶液
25ml。我们可在换水后立即使用部分水草原溶液
，如13ml。剩下的剂量可在一周剩下的6天内平
均每天添加2ml，即：6*2=12ml，这样一周内共
计添加25ml（13ml+12ml）。

水草微量元素溶液溶液含有更多的微量元素，这
样为经过过滤的水体补充所需元素。此外，本产
品含有较强的微量元素组。水草原溶液和水草微
量元素溶液溶液的铁、锰元素是相同的，这一点
和水草铁元素溶液没有太大差别。
众所周知，水草繁殖是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所
有即使是使用最好的技术，甚至超越自然条件，
人工繁殖水草也不可能每次100%成功。可使用的
理想中的天然水是纯净的软水，水体中适应生物
生存的环境。然而在中国，真正的自然水少之又
少。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反渗透过滤器调节
自然水。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水草原溶液作为
基本肥料。

使用剂量可根据水族箱实际情况调整，但是不要
超过包装规定的基准剂量的300%。
水草原溶液和水草微量元素溶液溶液，应该选用
哪一个？
水草原溶液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微量元素肥料，含
有镁和钾添加剂，可用于自来水或经过反渗透过
滤器过滤的混合水。
水草微量元素溶液溶液是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肥
料，适用于经过100%经过反渗透过滤器过滤的水
体。

换水后可直接使用：每更换4L水使用1ml本
产品。

我们期待一个自然的富含矿物质的水体，相比之
下，渗透水几乎是无菌的。此外，由于管道安装
施工，自来水中含有有害金属离子（如铜和锌）
，而这些不会出现在通过反渗透过滤器过滤的水
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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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基底微量元素溶液

植物基底红肥溶液

包装：500ml

包装：500ml，100ml

植物基底微量元素溶液适用于水生植物，可以通
过反渗透过滤器添加到水族箱内，为水族箱养水
做预过滤。它可以以适当的比例增加丰富鱼类以
及水草植物所需的必要微量元素（铁，镁，锌，
铜，硼，钼，硅，钛和钼等）。对鱼类和其他水
生植物无害。

植物基底红肥溶液 是一种常量营养元素专为生长
迅速的长茎类植物研发，尤其是暖色系植物，
比如节节草，法国草和水丁香。它以适当的比例
增加丰富水族箱中必要的常量元素（氮，磷和
钾）。建议在有强光照明的水族箱中，二氧化碳
过量的水族箱中或缺少常量营养元素的水族箱中
使用。该产品成分均衡，极易被吸收的特性能够
确保营养被植物快速充分吸收，在水族箱中不留
残留物。对鱼类和水生植物无害。

换掉一部分水后直接添加在需要更换的水体或水
族箱中或者去矿物质离子水中—更换4升水兑1ml
本产品。与植物基底矿物质溶液一起使用效果更
佳。

根据水族箱需求不同调节每日的添加量，例如，
1ml植物基底红肥溶液 适用于兑40升水。

问题和解答
添加植物基底绿肥还是植物基底红肥?

植物基底绿肥溶液
包装：500ml，100ml

植物基底绿肥溶液是一种常量营养元素专为生长
缓慢的植物研发比如星蕨，水马齿，燕尾榕等。
它以适当的比例增加丰富水族箱中必要的常量元
素（氮，磷和钾。）产品成分均衡，极易被吸收
的特性能够确保营养被植物快速充分吸收，在水
族箱中不留残留物。对鱼类和水生植物无害。

根据水族箱需求不同调节每日的添加量，例如，
1ml植物基底绿肥溶液适用于兑40升水。。

我有一个水族箱并从气缸中向其中添加二氧化碳
。水族箱中有下列植物：迷你矮珍珠，迷你莫斯
藓类植物。目前使用经典肥料，钾肥，碳肥，绿
肥，铁肥。
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基底绿肥和红肥吗？
在KH已经比GH高的情况下我应该用虾类矿物质
肥提高GH吗？
植物基底红肥是一款浓缩NPK常量肥料，特使适
用于生长迅速的植物比如迷你矮珍珠。它富含钾
元素和能使NP平衡的元素——能根据水中氮的指
数缓缓地将所需的营养元素转移到迅速生长的植
物中。
由于这个原因，添加量的调节就变得特别容易。
缓慢预过滤系统会使过量的氮在换水之前形成硝
酸根和相当少量的磷酸根。
正确添加植物基底红肥会促进植物的生长，使之
姿态优美。相反地，如果过度照顾长速迅速的植
物会造成植物生长缓慢，比如：实蕨属类植物，
水榕属类植物等等。植物基底绿肥能够满足他们
的特殊需求——它浓缩性微弱，有种不同的PNK
平衡元素并且它的肥料元素依附在其他媒介上。
这种情况下，植物基底红肥应该被用作基底肥料
，因为它能满足所有植物的需求。植物基底绿肥
应该被用作促进植物生长的添加剂。
我们应该同时使用它们吗？当然不是。
绝对不要将植物基底绿肥与植物基底红肥一起使
用。两者应该交替使用，从植物基底红肥更换到
植物基底绿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例子：
植物基底红肥用于植物“迅速生长”期。当植物
生长到一定尺寸时我们停止添加植物基底红肥，
开始添加植物基底绿肥，使生长迅速的植物生长

速度减缓，集中促进生长速度缓慢的植物生长。
在植物出现需要重新调整状态之前我们持续添加
该产品。
速度减缓，集中促进生长速度缓慢的植物生长。
在植物出现需要重新调整状态之前我们持续添加
该产品。
在这一阶段，我们持续添加植物基底绿肥，开始
新一轮添加时，还是以植物基底红肥开始。
根据不同水生植物的生长需要我们调节每个阶段
的添加时间和添加剂量以及每日肥料的添加量。

当水族箱中的KH比GH高时你应该用虾类矿物质提
升GH吗？
答案是可以，但是这并不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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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给于液肥植物基底铁肥溶液？

植物基底铁肥溶液
包装：100毫克，500毫克

这是专给水族箱和水族馆的水草含铁和微量元素
的液肥。每日使用。以容易吸收的方式丰富水中
的铁，而且以适当的数量补充了不可或缺的微量
元素：锰，锌，铜，硼，钼。

每日依照水族箱个别需要给于- 例如：40 公升的
水族箱容量加1毫克（按一次药瓶的量）。

28

针对特定的水族箱给于植物基底铁肥溶液最适当
的量要由很多因素决定，是非常个别的问题。最
主要的还要看铁被吸收程度，还有我们想要让水
族箱里有多少？有时可能会从1 公升里有0.1毫克
开始摇摆-比如有些水族箱种植的水草是比较容易
的，或者水族箱还呈现生态平衡不稳定的现象，
而我们只想维持可让水草正常植被不可或缺的最
低铁量，并且要在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下，避免藻
类滋生），有时在稳定的水族箱，有一些很困难
的红色系水草种类，在我们想在照相前得到最大
的饱和颜色时，铁量甚至可以高到1公升水量里含
0.5毫克。
此外，植物基底铁肥溶液给的剂量也视水族箱内
易吸收的微量元素的氧化速度到不易消化氧的速
度。氧化速度越快，水中的一般盐度越大，照明
度越强，照明时间越长（其中包括紫外线消毒）
，含氧水越强。同时水族箱过滤的速度和过滤器
内的添加物也影响给于剂量。
总之，施于植物基底铁肥溶液液肥不能早于设缸
后水草发根，水族箱生态平衡的第二个星期。液
肥最好在每天晚上关灯后给于准确的剂量。我们
建议从每40公升的水给于1 毫克的小分量来进行
（本来是应该每公升给于0.5毫克），然后慢慢增
加剂量，并仔细观察水族箱。在增加剂量后却看
不出水草在外观上有任何明显的效果或绿色藻类
变多时，那就表示之前给的剂量才是好的。

18 鱼和动物
1

19 水族箱的保养
1

问题和解答
应该多常换水呢？

使用水草艺术公司的产品，并依照指示
进行，从设缸后的第一个星期您可以开
始饲养动物。切记！鱼，虾的大小及数
量必须配合水族箱的大小。不要太夸张
于数量和不同的种类，试着模仿我们所
饲养的动物它们原产的栖息地。饲养计
划能成功的种类。记住！太多的鱼和给
过多的饲料都会造成水族箱内绿藻繁生
的原因之一。

经过正确种植和施肥的水草是长得很快
的。必须定期修剪它们。非常珍贵且帮
助很大的应该是剪刀。水草艺术提供几
个不同尺寸的剪刀，因此您可以选择对
自己最方便的工具。玻璃上的脏东西可
以选择用可替换刀头的铁刮刀来清除。
脏的玻璃用品则可使用清洁液和安全的
清洁盒来清洁。内部过滤器每3-4个月
也必须清洁一次，过滤桶则必须使用从
水族箱舀出来的水洗。

水族箱是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为了维持生态平
衡，我们必须换水，这是为了去除或稀释所聚集
在水中鱼的代谢和其他水草腐烂的东西，这是必
须要做的工作。藉由换水可以监视水族箱内的有
机垃圾程度，可以照顾水质的干净和生物的健康
。水族箱的水必须每个星期或每两个星期换一次
，换水量视水族箱内鱼的的大小与数量，由百分
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的水族箱容量。记住！要先
确认准备好换水的水品质。
如何修剪水草？
修剪有茎的丛聚型水草可让它们的高度维持一样
，而且有节点的水草则可在修剪后从修剪掉的下
面长出新枝，这样每修剪一枝茎，它会长出新的
几枝。用这样的方式可让丛聚型的水草长得茂密
，水草看起来也比较漂亮。连续采用这种方式在
比较高平面的水草，我们可以使从聚型水草先长
茂密后再剪齐，一直持续这样很多次地控制它，
使它的外观高雅。
在照顾环状水草时我们可以修剪它外围的老叶，
这样新叶会从此处长出，以此方式让水草长得比
较好，展现比较好。

水草修剪前

水草修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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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族箱在设缸后使用水草艺术公司产品8 个星期的效果
水族箱：水草艺术水族箱 60x35x30厘米
底砂: AQUA 底砂2#, 水草基底胶囊
照明设备: 复金属灯HQI70W 6500K – 每日十小时.
过滤系统: Eheim 2036 pro300 + Ehi Aktiv_EhiLav
水参数：碳酸氢盐硬度3，德国硬度6，酸碱度6.7

液肥系列：钾肥溶液, 原溶液, 碳元素溶液, 红肥溶液/绿
肥溶液, 铁肥溶液

水草：马蹄沟繁缕，水草牛毛毡，南美叉柱花，火焰
莫斯，鹿角铁皇冠，宽叶血心兰，宫廷草，羽裂水蓑衣

水草艺术二氧化碳补充剂：钢瓶1.5公斤+ 二氧化碳减压
器 + 电子阀门 + 二氧化碳扩散器35 Pro
3个泡泡/秒， 每日十小时。

动物：霓虹脂鲤，大和沼虾，暹罗角鱼，大孔甲鲶，
钻纹螺。

换水：逆渗透水 + 水龙头水每个星期换一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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